
入梅首日申城普降暴雨到大暴雨 单日下了往年一半梅雨量
金山降水量达到164.4毫米 大雨致河水暴涨倒灌养鸡棚 13000只鸡被淹死

A02-03 要闻

市区徐家汇雨量
达到 100.3 毫米

“ 据说本周上海其实就只有一
场雨，就是要下7天”，看到前夜申城
被水汽笼罩，有位气象爱好者在微
博上开了个小玩笑。确实，目睹前夜
上海的雨势，根本感受不到有“ 见好
就收”的趋势，特别是昨天凌晨2点
至4点，随着南部降水 云 团 增 强 发
展，金山、奉贤分别出现一小时45毫
米和39毫米短时强降水，且奉贤伴
有雷电活动。

为此，金山、奉贤、浦东将暴雨蓝
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奉贤也
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根据气象部门17日8时至18日8时
累积雨量统计，市区徐家汇达到100.3

毫米，但连三甲都捞不到，因为浦东、
奉贤、金山地区雨量更大，特别是金山
的单日降水量，达到了惊人的164.4毫
米。傅易表示，本市南部地区降水强的
原因是整个雨带“ 盘踞”在南面时最
强，越往北雨带减弱。

近 10 年梅雨期
降水量为 210 毫米

傅易表示，上海近年来单日降雨
量超过100毫米比较少，因此今年梅雨
期第一场雨确实比较强。傅易还说，上
海近10年梅雨期降水量为210毫米，这
表明，昨天中心城区24小时降雨量几
乎达到往年总量的一半。

总有市民在入梅后就想着何时出
梅的。据气象资料显示，本市常年出梅
为7月9日，常年梅雨期为22.7天，梅雨
期最长曾达到57天，出现在1954年，最
短仅为2天，出现在1897年和1965年。
去年出梅为6月27日，较往年有所偏

早。不过傅易说，今年何时出梅还无法
判断，通常都要到7月上中旬。

其 实 梅 雨 天 也 有 梅 雨 天 的 好
处，因为出梅后本市就将迎来盛夏，
特别是三伏天，到时候高温不止，炎
热难挡。

昨日中午
暴雨预警信号才解除

一场暴雨让昨日早高峰交通问题
更加突出。市区北部有多处红色拥堵，
记者驾车所在的南北高架西侧共江路
至汶水路一带更是寸步难行。

不过市防汛指挥部昨日上午表
示，除南部郊区部分居民小区一度出
现积水外，全市未发生大面积道路积
水和民居进水现象，道路交通秩序基
本正常。

昨天中午前后，本市降水逐渐减
弱并停止，除天空比较阴沉外，对交通
影响不大。上海中心气象台昨日11时
15分解除了维持近18个小时的暴雨蓝
色预警信号，申城的此次暴雨过程就
此也基本结束。

未来几天
最高温在 26-29!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21日因雨
带有所南移，本市处于雨带北缘，处在
雨势较弱的地带，以阴到多云天气为
主，局部有弱降水。不过梅雨期的特点
就是雨带的南北摆动时常造成降水时
弱时强，因此到了22至24日，雨带将再
度北抬，届时本市又将出现明显降水
过程。

大雨虽狠，还是带来了些许福利。
昨日市区最高温仅为23.7!，体感舒
适。未来几天，本市最高温度在26"
29!。

入梅第一波降雨，让人印象深刻。前天到昨晨，申城普降暴雨，徐
家汇单日累计雨量达到不多见的三位数，这意味着往年梅雨期总降
水量近一半被“ 挥霍一空”。此外，金山则以164.4毫米的单日降水量
列第一。

昨日11时15分，上海中心气象台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
气象局首席服务官傅易表示，这场雨区别于强对流天气，时段分布均
匀，时间较长，因此市民预警信号整整维持了18个小时。

本报记者 俞韡岭

本 报 讯 记 者 顾 卓 敏 通 讯 员
章震宇 受强降雨云团影响，6月17日
夜18日晨本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全
市防汛系统紧急动员，全力抢排雨
水，除南部郊区部分居民小区一度出
现积水外，全市未发生大面积道路积
水和民居进水现象，道路交通秩序基
本正常。

伴随着一波较强降雨，本市从6

月 17 日 起 进 入 梅 雨 期 。17 日 17 时 05

分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
警信 号 ，17 时 10 分 市 防 汛 指 挥 部 也
随即发布防汛防台蓝色预警 信 号 ，
全市防汛系统当即启动Ⅳ级应急响
应行动，各排水泵站、水闸转入暴雨
模式运行。

截至18日晨8时，在测得雨量的
315个雨量测站中，雨量超过100毫米
大暴雨标准的有83个站点，涉及奉贤、
金山、浦东、闵行、崇明、徐汇、黄浦等
区县；雨量超过50毫米暴雨标准的站

点有159个；其余73个站点雨量超过25

毫米的大雨标准。
雨情发生后，市领导高度重视，

沈骏副市长等打电话到市防汛指挥
部值班室了解最新雨情，要求采取
一切措施排水，减轻强降雨对城市
正常运行的影响。市防汛指挥部副
总指挥张嘉毅也要求加强 泵 站 、水
闸调度，全力抢排雨水。各区县和有
关部门领导也按照预案到位，坐镇
指挥。

本市排水部门连续作战，闻警而
动，近千名放水人员迅速上街巡视、清
捞路边进水口垃圾杂物，加快排水速
度；各排水泵站也转入暴雨模式运行，
抢排雨水；各水闸、泵闸按照调度指
令，抢排。

截至18日中午，金山、奉贤、浦东
等地的积水全部排除，11时20分市防
汛指挥部解除了防汛防台蓝色预警信
号，全市防汛系统转入常态值班。

本报讯 记者 梁峰 13000多只小
鸡在昨天凌晨提前与这个世界道别，
如果在鸡的世界中有预言的话，2012

果然是世界末日。昨天凌晨，河水因暴
雨侵袭了金山区朱泾镇牡丹村的一处
养鸡场。黑夜之中，小鸡们恐慌、扑腾，
争先恐后地想要逃跑、求生，但无奈水
位逐渐升高。最终养鸡场9个鸡棚内共
13000余只小鸡被淹死，经济损失达25

万元左右。

河水暴涨向养鸡场倒灌
前天晚间至今晨，暴雨降临上海

各个区县，金山区亦不例外。朱泾镇牡
丹村6075号紧靠着一条无名小河，鸡
棚临河而建，早在2000年，俞先生便已
在此建立了养鸡场。尽管大雨将持续
许久，但是在养鸡经验丰富的俞先生
来看，这种强度的降雨并不可怕，显然
他并没有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当天夜间，河流水位因大雨逐步提
高，直至昨天凌晨，养鸡场东面河流水
位还是超过了堤岸的高度。瞬间，河水
向着两岸扑来，河畔的养鸡场首当其冲
受到殃及。场主俞先生看见，河水不断
涌来，很快将养鸡场的鸡棚、小道统统
淹没，一眼望去水面已将地面全部覆
盖，几乎难以辨认出哪里是河，哪里是
道路。

工人介绍，鸡的饲养对于湿度有

着比较高的要求，包括鸡棚地上都铺满
了谷壳作为垫料，为的就是保持干燥。
为此，养鸡场小道的两侧都挖有排水
沟，并配备了两台抽水泵，可尽快将排
入水沟中的雨水抽起并排放至河内。不
过在当时河水溢出的情况下，两台抽水
泵完全无法派上用场。俞先生及养鸡场
工人无奈眼睁睁地看着水位逐渐升高，
并一度达到30厘米。而棚内的鸡大都在
半个月至两个月大小，因而水面的高度
几乎能够没过头顶。鸡棚内，小鸡泡在
水中不断跳跃着，争相扑腾着翅膀，溅
起大量水花，有些索性为了求生，踩在
了其他鸡的身上，顿时养鸡场内叫声四
起。直到清晨，水位才有所退去，展现在
场主及工人眼前的是一片惨象。

9个鸡棚遭到河水浸泡
记者于当天午间来到养鸡场，养

鸡场附近的树林仍浸泡在水中，上面
漂浮着一些垃圾。养鸡场的门前，十几
袋本用来存放饲料的黄色蛇皮袋已被
撑满，堆放在养鸡场的大门前。两只小
鸡爪从蛇皮袋的破损处伸出来，显然
其中已经装满了大量死去的小鸡。雨
水并没有退去多久，养鸡场内的小道
依旧极为泥泞。其中共有10个呈半圆
顶的鸡棚，上头覆盖着塑料薄膜，内部
由竹竿、竹条构成的骨架支撑，高度约
在两米左右。

“ 除了最东北角上的一个鸡棚因
地势较高幸免于难，其他9个鸡棚统统
遭到了河水的浸泡。” 场主俞先生介
绍。在养鸡场的东面，河道与养鸡场相
隔仅一米，河道水位依旧居高不下。

为了防止死去的小鸡产生疫情，
场主喊来了多名亲戚前来帮忙，从清
晨5点开始清理，但截至午间，仅有一
个鸡棚被清理干净。在其他的鸡棚内，
依然还是被河水淹没后尸横遍野的场
景。地上的谷壳与淤泥拌在一起，极为
泥泞。鸡棚的两侧，小鸡们一堆一堆地
倒在地上。据介绍，之所以一堆堆的，
是因为小鸡们在逃生时聚在了一起，
一部分被淹死，还有一部分则是死于
踩踏。工人们正将死去的鸡抓起，放入
一旁的蛇皮袋内。仍有几只小鸡并未
死去，羽毛已经湿透，两眼微微睁开，
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而后，工人两手
将这几只并未死去小鸡倒过来拎在手
中，并向着大门外走去。工人介绍道：

“ 鸡是不能浸泡在水里的，这几只没死
的也活不了多久。目前只能先养一段
时间观察一下。但有些已经拉稀，基本
没什么用了。”

鸡的尸体将得到集中处理
据介绍，这些已被装入袋中的鸡

尸体随后将被送往位于奉贤的一处处
理单位进行集中处理。场主俞先生往

防汛部门发出
今年首个防汛防台预警信号

9个鸡棚遭到河水浸泡 万余只鸡遭 灭顶之灾

申城降暴雨，河水暴涨向养鸡场倒灌，金山朱泾镇牡丹村的养鸡户一夜之间损失了13000余只活鸡。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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